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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人员恐吓殴打 业主拔刀刺死两人

苏州中级法院确认正当防卫权利
但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 判刑8年

2 年前，苏州虎丘发生一起拆迁纠纷。扭打中，业主用刀致 2 名拆迁人员死亡。由于业主行为牵涉到是否属于正当防卫，该案件一直受
到社会瞩目。昨天，
案件一审宣判，
被告人范木根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8 年，
并赔偿被害人柳某、
胡某亲属经济损失 50 万元。

利益纠葛 10 年有余

范木根是退役军人，今年 67 岁。出事
前，平时打打零工，家庭条件不太好。
根据当地拆迁办负责人的说法，范家
2003 年被列入拆迁范围，10 年未拆迁。按
政策规定，范家可安置房屋面积 208 平方
米。范提出要为在区外入赘做女婿的小
儿子，再安置 90 平方米房屋面积，此要求
不符合当地拆迁政策规定。
当地拆迁办多次做工作未果。2013
年 10 月，这项工作被委托给了涉案拆迁公
司——苏州中诚拆迁公司。该公司具备
房屋拆迁资质，但前提是工作人员“遵纪
守法、文明和谐地开展工作”
。
范木根的儿子范永海说，
2013 年 10 月
底，
范家和拆迁办基本已谈拢：
拆迁办答应
补偿 75 万元，
范木根答应不要那套房子。
回来后，家人商议“差不多就签协议
搬了”，但当晚他家窗户莫名被砸，
“ 我妈
被吓坏了”。范永海说，父亲再去拆迁办，
补偿款变成了 71 万元。范木根拒签协议。
此前报道提及，
拆迁公司人员曾言语威

胁范木根妻子。当时范妻一人在家。拆迁人
员还将范家的菜刀等物品丢入附近水井。

惨剧发生
关于案发经过，新华社曾引用苏州警
方说法报道。
2013 年 12 月 3 日 10 时许，在待拆迁
房屋处，陆某等 5 名拆迁公司人员先与范
家隔门窗争吵。警方接警后，派出 4 名警
员赶到现场，劝解当事双方。接着，拆迁
公司负责人柳某带领胡某、吴某到场，使
用金属伸缩棍殴打范木根的妻儿，范木根
拔刀，
惨剧发生。
苏州市中级法院昨天公布案情说，陆
某等人受柳某指派，纠缠范木根商谈动迁
事宜。在范木根夫妇欲离开现场时，遭到
陆某和随后赶到的柳某、胡某、吴某等人
的拉扯阻拦。
柳某先打了范木根一记耳光。范木
根拔出藏于腰间的尖刀，而陆某、胡某、吴
某即拿出事先准备的金属伸缩棍追打范
木根。范木根退让间持刀捅刺胡某胸部

一刀，随后柳某持手提包跳起击打范木根
头部，落地时不慎滑落路边水塘。
范木根即持刀跟下水塘，往柳某右腰
部、腹部各捅刺一刀。胡某、柳某死亡。
冲突中，范木根妻子顾某右手手臂骨折，
范木根头部及其子范某左眼外侧均被打
致轻微伤。

范家当庭表示上诉
苏州中院认为，柳某等人在动员拆迁
过程中，采用骚扰、恐吓、殴打等非法手
段，侵犯了范木根及其家人的合法权益。
范木根在与家人遭受柳某一方多人持金
属伸缩棍殴打，面对具有现实紧迫性的不
法侵害时，具有正当防卫的权利。
但柳某一方的不法侵害行为尚未达到
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程度，
范木根的防
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并造成两人死亡
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属防卫过当，
可依法对
其减轻处罚，
但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范木
根到案后，
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构成
坦白情节，
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范木根

依照相关法律，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
罪判处被告人范木根有期徒刑 8 年，同时
判决其赔偿被害人柳某、胡某亲属经济损
失 50 万元。
法院还一审宣判其他 6 名拆迁人员寻
衅滋事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
至 2 年不等。
本案律师刘晓原发微博说，范家对判
决不满，当庭表示上诉。
综合京华时报、
新华社报道

2015蒙牛
“我回家乡上堂课”
公益行动启幕

微笑日湖北恩施大山里的孩子迎来了城里的“孙老师”
蒙牛总裁孙伊萍行程上千公里只为给孩子上堂营养课
见习记者 李烨池
5 月 8 日是世界微笑日，位于湖北恩施建始县龙坪乡海拔 1600 米的柳林荒教学点，
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城里客人。
她是蒙牛总裁孙伊萍，
这次，
她行程上千公里来到大山深处和孩子们团聚，
只为当孩子们的一天老师，
给他们上一堂别开生面的公益营养课。
这堂公益课也拉开了 2015 年蒙牛“我回老家上堂课”
公益活动的序幕。
今年的第一堂课为何选择在柳林荒？孙伊萍和湖北恩施建始县大山深处的孩子有着怎样的情缘？
事情源于孙伊萍和“扁担爷爷”王永祝老师的一个约定：2013 年春末，正值最美乡村教师推选，王永祝老师提着扁担下山挑了 7 年水的故事，
深深打动了孙伊萍，
她原打算去学校看望孩子们，
但一直没有成行。那一年教师节前夕，
她与王老师约定，
一定要去给孩子们上堂课。

孙老师的欢乐营养课

等食材对身体的健康和帮助。
除了直观的营养知识讲解，孙伊萍还
在柳林荒教学点，有一座“未来星”校
“食材玩具”
，
金黄的稻穗、
舍，这也是王老师“扁担爷爷”的故事被很 特意带来了各种
多人获知后，蒙牛的小伙伴捐赠了 20 万 逼真的大米饭、菠萝、芒果……让孩子们
加深他们对
“营养”
的理解。
元改造的。如今一眼望去，教室窗明几 自己选择食材，
5
月
8
日，
恰好是学校一位同学的
7
净，
“快乐学习，幸福成长”的标语静静陪
岁生日，
孩子们和孙老师在烘焙的蛋糕上
伴着孩子们的每一天。
上午 9 点多，同行的北师大志愿者的 共绘爱心笑脸一起为小寿星唱起生日歌，
绘画课，在孩子们好奇的尝试中结束了。 让欢乐定格在世界微笑日。
营养课结束后，孙伊萍和志愿者一起
伴随着“当当当”上课铃声，蓝天下的操场
还和孩子们开展了一场拔河友谊赛。为
上，二十多个孩子围坐成三排，孙老师的
了鼓励孩子们的积极表现，孙伊萍带来的
营养课正式开始。
“幸福礼单”里
“小朋友，微笑是怎样的呢？”
“ 我知 “幸福礼单”送给了孩子们，
道，牙齿露出来。”
“嘴巴咧开……”听到孙 包含了爱心书包、纸、笔等学习用品。柳
伊萍的提问，孩子们纷纷举起小手，抢着 林 荒 的 孩 子 们 用 自 己 独 特 的 感 谢 方 式
——小苹果舞蹈，表达了他们对城里客人
回答问题。
“每天起床前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微 的感谢。
笑，会开心一整天。看看，照片上这个笑
得这么甜的小朋友是谁？”孙老师拿起一
张张孩子刚起床时惺忪而纯真的笑脸照
片，跟大家开启了微笑日的欢乐课程——
食物的世界。
“老师是学食品工程的，可以把很多
食物做成各种各样好吃的，同学们想不想
做食品工程师呢？”孙伊萍给孩子们讲解
食物“金字塔”，从主食到蔬菜水果、肉类

孙伊萍给孩子们上课

400 多所学校 7 万名师生受益

自 2012 年活动开展以来，蒙牛协同
108 家公益合作伙伴，80 多位各界爱心人
士，
深入乡村为孩子们带来
“我回老家上堂
课”，课程包括音乐、体育、影视、商业多个
门类，
活动累计覆盖 22 个省市，
400 多所乡
村学校，
7万多名师生在活动中受益。
此后，
“快乐男声”全国总冠军陈楚生

将接棒下一站，回到家乡三亚，为老家的孩
子们带去生动的一课。
除了名人上课，今年蒙牛还将携手北京
师范大学及公益教育联盟，在全国开展“提
升教学示范基地”的选拔，通过大学生支教、
教师培训、资源共享等举措，实现示范基地

带动教学点提升，真正持续性地帮扶更多像
王永祝老师这样的师资缺乏的“微教学点”
。
在不断的实践下，正有越来越多的社会
力量加入到蒙牛“我回老家上堂课”的行列
中来，用一点一滴的努力，为乡村教育带去
关注、希望与更好的明天。

